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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四川诚景盛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以 1 元收购

自然人丁玉海、张保文尚未实缴的四川诚景盛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1%

股权。上述股权收购事项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四川诚景盛天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51%的股权，成为控股股东。 

●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金顶或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短信及电话等方式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发出，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参会董事 7 名，实际参会董事 7 名。会议由董事长梁斐先生主持，公

司董事会秘书参加了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四川诚景盛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

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为加强对矿山生产经营业务的管控能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

经营效益和效率，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公司与自然人

丁玉海、张保文达成协议，公司以人民币 1 元的价格收购四川诚景盛天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景建筑或标的公司”）51%的股权，其

中，以人民币 0.22 元收购丁玉海持有的诚景建筑 11%股权，以人民币

0.78 元收购张保文持有的诚景建筑 40%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直接持

有诚景建筑 51%的股权，成为控股股东，由公司委派人员担任诚景建筑

的执行董事，具体领导其生产经营活动。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收购股权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签署股权收购的相关协议，并全权

办理上述股权过户等相关登记备案事项。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自然人：丁玉海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昆明市盘龙区金色交响小区 47 幢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等基本情况： 



2021 年 11 月至今担任四川诚景盛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监事，2021

年 9 月至今担任昆明煜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 年 8 月至今担

任云南吉睿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 年 7 月至今担任云南泽土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业务的基本情况： 

1、四川诚景盛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占股 51%，主要业务为建筑工

程、市政工程、钢结构工程、环保工程等工程项目的总承包及施工，公

司状况开业； 

2、昆明煜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占股 48%，主要业务为企业投资

和项目经营管理，公司状况开业； 

3、云南吉睿商贸有限公司占股 49%，主要业务为建筑材料及五金

产品等相关贸易，公司状况开业； 

4、云南泽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占股 100%，主要业务为建筑工程、

市政工程、钢结构工程、环保工程、公路工程、园林绿化等工程项目的

承包及施工，公司状况开业。 

2、自然人：张保文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公园 1903 小区蒙塔溪 15 幢一单元 502 室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等基本情况： 

现任四川诚景盛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8 年 10 月至今担

任云南捷凡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21 年 9 月至今担任昆明煜泽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2021 年 8 月至今担任云南吉睿商贸有限公司总经

理。 



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业务的基本情况： 

1、云南捷凡置业有限公司占股 90%，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

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等业务，公司状况开业； 

2、四川诚景盛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占股 49%，主要业务为建筑工

程、市政工程、钢结构工程、环保工程等工程项目的总承包及施工，公

司状况开业； 

3、昆明煜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未持有公司股份，主要业

务为企业投资和项目经营管理，公司状况开业； 

4、云南吉睿商贸有限公司占股 51%，主要业务为建筑材料及五金

产品等相关贸易，公司状况开业。 

四川金顶与交易对方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不存在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均同意自愿放弃本次转让的上述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四川诚景盛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4MA66FA1F1L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保文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0 年 01 月 15 日 

营业期限：2020 年 01 月 15 日 至 长期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汇源北路 324 号附 18 号 2 楼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公路



路基工程、公路交通工程、桥梁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建筑智能化

工程、建筑幕墙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电力

工程、石油化工工程、机电工程、铁路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冶金工

程、通信工程、矿山工程（不含爆破）、隧道工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

消防设施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机电安装工程、输变电工程、环

保工程、土石方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堤防工程、防洪设施工程、

水工隧洞工程、河湖整治工程、钢结构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古建筑工

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水利水电安装工程、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

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管道工程、特种工程；模板脚手架工程；建

筑劳务分包；土地整理；地质灾害防治服务；花卉、苗木（不含种苗）

的种植（限分支机构另择场地经营）及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情况 

目前，标的公司的股权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丁玉海 51% 510 万元 0 万元 

张保文 49% 490 万元 0 万元 

合计 100% 1000 万元 0 万元 

 

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四川金顶 51% 510 万元 0 万元 

丁玉海 40% 400 万元 0 万元 



张保文 9% 90 万元 0 万元 

合计 100% 1000 万元 0 万元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

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44,000.00 40,500.00 

资产净额 -6,500.00 -10,000.00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 月 1 日-9 月 30 日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6,500.00 -3,500.0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报表将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四）本次交易价格确定原则、方法 

鉴于丁玉海、张保文均尚未实缴诚景建筑的注册资本，经三方协商

确定，公司以人民币 1 元的价格收购上述 51%的股权。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 1（甲方）：丁玉海 

转让方 2（乙方）：张保文 

受让方（丙方）：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甲方、乙方在四川诚景盛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合法拥有股权，现甲方有意转让其拥有的公司 11%股权，乙方有

意转让其拥有的公司 40%股权，并且甲方、乙方转让其股权的要求已获

得公司股东会的批准，同时丙方同意受让甲方、乙方在公司各自拥有的

共计 51%的股权。 

鉴于甲方、乙方向丙方转让的股权均为认缴，非实缴出资，转让后

由丙方继续履行其受让部分股权的出资义务。 

鉴于公司目前拥有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

（资政证书号：D351088807）：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有效期从 2020 年 8 月 24 日至 2025 年 5 月 25 日。三方确认股权转让不

影响公司继续拥有上述资质。 

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就

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股权转让 

甲方同意将其所持有的公司注册资本的 11%的股权转让给丙方，丙

方同意受让。 

乙方同意将其所持有的公司注册资本的 40%的股权转让给丙方，丙

方同意受让。 

甲方、乙方同意出售而丙方同意购买的股权，包括该股权项下所有

的附带权益及权利，且上述股权未设定任何（包括但不限于）留置权、

抵押权及其他第三者权益或主张。 

协议生效后，甲方、乙方对所转让股权部分的公司经营管理及债权

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义务。 

第二条 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 



1、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所规定的条件，以人民币 0.22 元（大写：    

零元贰角贰分）将标的股权转让丙方，丙方同意以此价格受让该股权。 

2、乙方同意根据本协议所规定的条件，以人民币 0.78 元（大写：    

零元柒角捌分）将标的股权转让丙方，丙方同意以此价格受让该股权。 

3、丙方同意按下列方式将协议价款支付给甲方、乙方： 

在甲乙丙三方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后五个工作日内，丙方向甲方支

付价款 0.22 元，向乙方支付价款 0.78 元。 

第三条 股权转让及有关费用 

三方同意办理与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手续所产生的有关费用，由甲

方、乙方承担，各自承担的比例由甲方、乙方另行协商。 

三方在本协议生效的七日内提交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

配合公司尽快办理有关股东变更的审批手续。 

五、本次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标的公司具有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以及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公司

本次拟收购标的公司 51%股权，是公司在稳健经营的基础上，实施发展

战略的重要举措。一方面由公司控制的子公司负责公司相关的生产经营

项目建设，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统一管理，使公司内部资源能够

更好的优化整合，加强公司对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的把控和管理，从源

头控制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存在问题和隐患，实现整体持续健康发展。另

一方面可以依托标的公司资质开展相应业务经营活动，有利于公司整体

资源的整合和优化。 

六、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公司本次投资符合公司发展规划的需要，但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面



临着管理运营、专业技能、人员配置以及市场行情等各方面不确定因素

带来的风险，公司董事会将积极采取适当的策略以及管理措施，不断加

强风险管控，强化战略引导和财务监督、审计监督来预防和控制可能存

在的经营风险，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流程和有效的控制监督机制，以不

断适应业务要求及市场变化，确保相关业务稳健经营，力争获得良好的

投资回报。 

七、备查文件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7日 


